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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優質大學來臺設分校

國立交通大學校長 張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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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進國外優質大學之三種模式

境外大學直接於當地設立分校
1. Inchoen Global Campus (IGC)

境外大學與當地夥伴校合辦學院
1. Duke–NUS Medical School
2. YaleNUS College

境外大學和當地夥伴校合辦新校
1. 西交利物浦大學
2. 寧波諾丁漢大學
3. 上海紐約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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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大學直接於當地設立分校

Inchoen Global Campus (IGC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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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choen Global Campus (IGC)
The Best Global Education Hub in Northeast Asia

Inchoen Global Campus:目前有四所國外大學於
IGC設立分校，此模式讓IGC順利畢業的學生，都可
取得和母校相同的學歷。

1.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(SUNY) at 
Stony Brook (2012/3)

2.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(2014/3)

3. University of Utah (2014/9)

4. Ghent University in Belgium (2014/9)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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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choen Global Campus (IGC)
• IGC由韓國政府與仁川市共同設置，投資10億美元，此國際校園

可容納10所世界級頂尖大學。
• IGC位於松島市，是仁川自由經濟區的一部分，有42,000英畝，

可容納85萬人。距離首爾僅有25英里，飛抵大陸與日本僅需2.5
小時。

• 於IGC順利畢業的學生，都可取得和母校相同的學歷。
• IGC是母校的延伸校區，學生的畢業、學業規範、管理皆須符合

母校的標準，課程也與母校相同。
• 教職員都由母校任命，聘任皆有嚴格的標準，每一堂課程都是

英語授課。
• 學生須於母校修讀至少一年的課程，其餘課程在IGC修讀。
• 學生可享高教育品質與經濟實惠的生活水準(Cost-effective 

education & living expenses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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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GC運作結構-IGC Foundation

Incheon Global Campus Foundation
1. IGC由IGC Foundation管理與營運
2.該Foundation的角色主要是制定校園發展策略、營運與基金運

作、促進產學合作、協助招生與宣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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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SUNY Korea為例_ Legal Structure

成立背景:

SUNY Korea 為 Stony Brook University (SBU,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) 受韓國政
府邀請至韓國成立的一個校區。在SUNY(紐約州立大學)總校區Board of Trustees核
准後，由SUNY系統下的SBU 全權負責，在韓國設立此Global University，並且命名
為 SUNY Korea。

運作結構: 

由於SUNY Korea位處韓國，必須由韓國政府核准，並對其有管理權。但SUNY
Korea授予的是SBU學位，為紐約州政府教育局轄管。因此，倘若SUNY Korea由
SBU直接管理與經營，則便是直接或間接將紐約州政府放在韓國政府的管轄之下，
這在法律上不為紐約州政府所容許。故SBU在美國成立，並在韓國立案設立SUNY
Korea, LLC (Limited Liability Corp.)來管理SUNY Korea。SUNY Korea, LLC向韓國政府的
教育部申請在Songdo的校區建立SUNY Korea。藉由此途徑可以達到紐約州政府與
韓國政府雙方的獨立。

此SUNY Korea, LLC目前有8名Board of Managers (最多可到10名)來管理SUNY
Korea的所有事務，6位由SBU指派，1位韓國政府指派，1位由SUNY總校區指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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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項:

• 韓國政府的要求是 SBU 授予的學位與本校區相同，而非SUNY Korea的學位。
SBU則視此校區為Global University, 不稱其為韓國分校 (branch campus)。
SUNY Korea 也納入SBU的Middle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
(MSCHE) 評鑑，認定為SBU 之“additional location”

• 韓國政府支出所有經費建立校舍及教授與學生宿舍，前5年還有韓國政府相
關單位的經費補助，包含免費用電、校舍、設施。

• SUNY Korea招生策略為重質不重量，招生門檻高，以招收優秀學生為目標，
無需每年度招滿，目前的admission rate是30%。

• SUNY Korea可招收本地生(韓籍)與國際生，目前本地生人數比國際生人數多，
但許多韓籍生是父母在國外工作 (expat)，因此在國外念高中的韓國人。未
來目標是韓籍生人數低於50%，而國際生高於50%。

• 學費的部分，比照Stony Brook University，紐約州的居民僅需付in-state 的學
費。非紐約州的居民則需繳付out-of-state 的學費。

以SUNY Korea為例_ Legal Structur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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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大學與當地夥伴校合辦學院
1. Duke–NUS Medical School
2. YaleNUS Colleg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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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uke–NUS Medical School

THE DUKE-NUS STORY

• 2005年設置，依據Duke設計的課程，每年招收60
學生。

• 該校已經獲得超過350million美金的金援(政府與
地方)。

• 結至2016，已有516名學生就讀，60%來自新加坡，
30%來自世界各地，10%來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、
新加坡國立大學、杜克大學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、
多倫多大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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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uke–NUS Medical School

Governing Board 董事會
董事會提供營運策略與管理發展項目

STAKEHOLDERS 利害關係人
• Minist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
The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(MOE) formulates and implements education 
policies and programs in consultation with its stakeholders.

• Ministry of Health 衛生部
The Ministry of Health (MOH) is the arm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
responsible for healthcare policies and the quality of healthcare services in 
Singapore.

• Singapore Health Services (SingHealth)
The largest healthcare group in Singapore, SingHealth offers a complete range of 
integrated services to over 3 million patients. The group consists of two hospitals, 
five national speciality centres, a network of nine polyclinics, general and 
community hospitals, and a community hospital. 11



YaleNUS College

Background and history 

• 2011年由新加坡國立大學與美國耶魯大學共同成
立。

• 修讀年限:4年。

• 學校將頒發耶魯-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的共同學士
學位。

• 若學生參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或耶魯大學的雙學位
課程，將會依課程規定獲頒學位。

• 耶魯-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將由耶魯大學和新加坡
國立大學的教授教師進行管理、授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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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大學和當地夥伴校合辦新校
以大陸地區學校為例

13



中外合作辦學模式如何？
本科學歷教育的辦學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種：
• 2+2：這是最主流的模式，即在國內學兩年，國
外學兩年。國內階段完成大學一、二年級的大
部分課程，其餘課程在國外大學完成。

• 3+1：學生在國內須完成國外大學前三年的大部
分課程，最後一年到國外大學完成部分專業課
程。

• 4+0：即完全不出國的“本土留學”。所有本科
課程全部在國內學習，外國合作院校提供教材、
師資，按照外國院校的本科計畫授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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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大學和當地夥伴校合辦新校

大陸地區具備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（含
內地與香港合作辦學機構）共10所，學生畢業頒發自
身機構本科畢業證書和學士學位證書，不頒發中方合
作大學畢業證書，滿足條件的畢業生還可獲得境外合
作大學學位證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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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
• 西交利物浦大學
• 香港中文大學(深圳)
• 寧波諾丁漢大學
• 上海紐約大學

•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
• 昆山杜克大學
•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

大學聯合國際學院

• 溫州肯恩大學
• 長江商學院



境外大學和當地夥伴校合辦新校

合作辦學特色:
• 外語教學突出。
• 高比例的海外（境外）師資配置。
• 費用優勢，縮短國外學習時間，降低學習生活

成本。
• 課堂模式與教育理念與海外名校接軌。
• 學生有機會在國外創業，在國內就業也常常被

外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青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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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大學和當地夥伴校合辦新校

以西交利物浦大學為例(2+2或4+X模式):
• “2+2”留學模式:2(西交利物浦大學)+2(利物浦

大學)。
• “4+X”留學模式:4(西交利物浦大學)+後視自身

情況可選擇留學深造也可直接就業或創業。

兩種模式下，畢業生皆可獲得中國教育部認可的西
交利物浦大學本科學位證書、畢業證書和全球認可
的英國利物浦大學本科文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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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寧波諾丁漢大學為例(2+2或4+X模式):
• “2+2”留學模式:2(寧波諾丁漢大學)+2(諾丁漢
大學)。

• “4+X”留學模式:4(寧波諾丁漢大學)+後視自身
情況可選擇留學深造也可直接就業或創業。

該校允許兩種模式在學校規定的範圍內互轉。學生
畢業後除了頒發寧波諾丁漢大學的畢業證書，學位
證書之外，還頒發英國諾丁漢大學的學位證書，並
且按照英國學位證書管理的規則，註明畢業生的學
位等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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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海紐約大學為例(2+1+1模式):
• 學生在大一階段學習涵蓋不同學科的核心課程，大二結束

前確定專業。所有學生均可在大三起前往紐約大學全球教
育體系中的其他校園和中心學習，大四再回到上海完成學
業。

• 上海紐約大學學生修學期滿，符合畢業要求，將獲得以下
全日制證書：

1. 上海紐約大學學士學位證書
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監制）

2. 上海紐約大學畢業證書
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監制）

3. 美國紐約大學學士學位證書
（美國紐約大學頒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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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

• 提供國際頂級全英語課程與各該大學學位，建構在地國際化教
育環境。

• Cost-effective:高中畢業即可就近於台灣就讀，降低就學成本。

• 引進國際知名大學群、比照國外課程與收費標準，與世界接軌。

• 成為國際教育樞紐，向全世界招收學生。

• 提升本地年輕學子至國際一流大學深造的意願與機會，同時吸
引海外及「新南進」暨全球國家之菁英赴我國求學發展，強化
台灣之國際能見度(Global visibility)及地緣領導地位(Geo-
regional leadership)。

• 合作辦學需配合法令鬆綁，提供境外大學與當地政府、機構設
校誘因，如:提供土地、建築、稅務或經費優惠，吸引一流大學
至當地設校。

迎向世界，培育國際一流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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